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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简介 

    王登红, 男, 1967 年生。博士, 博士生导师，二级研究员。主要从事成矿规律与成矿预

测、成矿系列与成矿体系、地幔柱与成矿、块状硫化物矿床、伟晶岩矿床与造山作用、铂

族元素矿床、南岭区域成矿规律、三稀矿产资源科研与找矿等相关科研工作。 

  

2、工作经历 

   1995.07—1999.08 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任副研究员； 

   1999.09—至今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任研究员。 

  

3、成果奖励及荣誉称号 

   (1) 1996 年被列入地质矿产部青年地质科学家行列。 

   (2) 1999 年获中国地质学会第七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 

   (3) 2002 年获国土资源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4) 2002 年获第九届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侯德封奖。 

   (5) 2002 年入选国土资源部首批百名优秀青年科学家计划。 

   (6) 2003 年被评为国土资源部第二届十大杰出青年。 

   (7) 2004 年，被批准为“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人事部等 7 部委）。 

   (8) 2008 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9) 2008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0) 2009 年获第五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 

   (11) 2009 年获中国地质学会 “十大地质找矿成果”奖。 

   (12) 2010 年获中国地质学会“十大地质科技进展”。 

   (13) 2014 年获中国地质科学院新华联科技奖—突出贡献奖。 

   (14) 2015 年被评为中国地质调查局首批杰出人才。 

   (15) 2018 年被评为自然资源部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工程（土地资源、地质矿产、

地质环境领域）领军人才。 



  

4、国内外学术任职 

   《地质学报》、《大地构造与成矿学》、《中国地质》编委, 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调查

工程首席科学家 

  

5. 负责/主持的项目 

   (1) 2002—2005 年，国土资源部百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计划项目“我国西南部地区铂族元

素矿床成矿系列与成矿规律”。 

   (2) 2006—2012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全国重要矿产区域成矿规律研

究”。 

   (3) 2009—2013 年，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南岭成矿带地壳岩浆系统结构探测实

验研究”。 

   (4) 2008—2012 年，全国危机矿山结题资源找矿项目“桂东-粤西地区铅锌金等矿床成矿

规律总结” 

   (5) 2010—2012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南岭地区岩浆岩成矿专属性研究”。 

   (6) 2012—2015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我国离子吸附型稀土战略调查及研

究”。 

   (7) 2014—2015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中国矿产地质与区域成矿规律综合研

究” 

   (8) 2016—2018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川西甲基卡大型能源资源基地综合调

查评价” 

   (9) 2016—2018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中国矿产地质与成矿规律综合集成和

服务” 

   (10) 2017—2020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勘查开采”重点专项“锂能源金属矿产

基地深部探测技术示范” 

   (11) 2019—2021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中国矿产地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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